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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一架载有
189人的客机坠海

10月29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救援人员出海
搜寻客机坠海事故幸存者。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9日说，印尼狮子航空公
司一架载有189人的国内航班从雅加达起飞后坠海。
印尼国家搜救局负责人斯尧吉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这架客机当天早上6时20分从雅加达
起飞，前往邦加勿里洞省首府槟港，但在起飞13分钟
后与地面失去联系。目前已经确认飞机坠海。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9日表示，预计当天坠海
的印尼狮子航空公司客机载有的189人全部遇难。

针对印尼狮航JT610航班客机坠毁事件，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暂未
收到有中国公民在该航班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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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环境信访问题
为：榆阳区刘官寨村
东美洁洗涤公司，厂
区污水未经处理偷
排榆溪河，烟囱每天
下午直排黑烟。

环境信访问题
为：榆阳区人民路与
210 国道十字路西
铁路桥下有积水，散
发恶臭，导致道路无
法通行。

环境信访问题
为：定边县张崾先镇
刑梁村2-3公里处
延长石油4035-56
井，目前正在打第二
口井，井场油污泥随
地洒落。

环境信访问题
为：绥德县满堂川镇
满堂川村，在 2017
年年底修建超限站，
据村民反映建成后
会对附近居民、耕
地、河流造成污染，
疑似无环评手续。

责任
单位

榆阳

榆阳

定边

绥德

调查核实情况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2018年7月16日，该公司委托榆林市常青环保检测有限公司对洗涤废水进行

取样监测，7月21日榆林市常青环保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检测报告中显示，水样中五
日生化需氧量值为7.6mg/L、PH值为8.72、化学需氧量值为28mg/L、悬浮物值为
9mg/L、氨氮值为1.72mg/L、总磷值为0.43mg/L、总氮值为6.20mg/L，数据均未超
标，符合排放标准；2018年9月20日榆阳区环境监察大队委托榆阳区环境监测站采
样人员对该公司洗涤废水进行了取样监测，9月25日榆阳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监测报
告中显示PH值为6.74、化学需氧量值为24mg/L、氨氮值为2.800mg/L，数据均未
超标，符合排放标准。检查时发现，该厂已将排水管道接入大河滩污水处理站，外排
污水由大河滩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没有偷排榆溪河现象。同时，该公司于
2010年3月安装一台单锅筒纵置式链条炉排蒸汽锅炉（产品型号：DZL4-1.25-A
Ⅱ），燃料为面煤，每天用煤量约1.5吨，同时安装XDC-4T型陶瓷多管除尘器一套，
检查时发现无黑烟外排现象。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2018年10月24日，榆阳区环保、环卫等部门和青山路街道办事处进行了现场

核查。2018年10月中旬，农垦小区下水管道堵塞，导致生活污水溢流于铁路桥下
道路，流入铁路桥下下水道。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10月24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东营市春晖YZ40011钻井队正准备开钻

第2口井，已取得定边县环保局进行施工备案（备案编号：2018221）。已完钻的
4060-3井未投入生产，井场未发现有油污泥随地洒落，但钻井产生的泥浆岩屑在
井场内暂存，且部分泥浆岩屑堆放不规范。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该项目核查时正在建设，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于2014年办理了环评审

批手续（榆政环发〔2014〕6号），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了公示和公众参与，同时，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结论表明该项目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后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可以
接受的。

是否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处罚
问责情况

无

市政管理部门已于2018年10月24日20时左右抢
修完毕，目前下水管道恢复运行，路面已清理打扫。

针对泥浆岩屑贮存不规范问题，定边县环保局于10
月24日下达了《责令整改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定
边采油厂规范钻井现场管理，整改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

无

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省委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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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访问题
为：榆阳区麻黄梁镇
华东洗煤厂，末煤露
天堆存，目前已超过
防风抑尘网，粉尘污
染严重。

环境信访问题
为：榆阳区麻黄梁
镇，长庆第二采气厂
双 36-57 井，打井
试气过程中环保设
施差。

环境信访问题
为：榆阳区芹河镇兖
矿集团未来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西边外
墙留有雨水孔，雨季
经常会有黑水排出，
厂区6号大门到雨季
时经常会有废石蜡、
化工不明原料排出，
将马路对面村民的
15000株树苗冲毁。

榆阳

榆阳

榆阳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2018年10月24日，榆阳区环保分局、麻黄梁镇政府现场核查发现，该厂堆存大

量原煤，煤层高度已超出防尘网，四周采取了纱网覆盖，顶层少部分纱网覆盖不完善。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在该井场内东角和井场外南角分别有1处钻井岩屑

暂存点，底部均铺设了土工膜防渗漏，顶部未按要求进行防扬散、防流失覆盖或覆盖
不完善。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该公司建设有4座雨水收集池，有效容积约44510立方米，2018年8月至9月,

榆阳区连续遭遇大到暴雨，厂区大部分雨水进入雨水收集池，因雨势过大，部分来不
及收集的雨水通过围墙雨水孔和5号、6号门流出，部分石蜡被冲至厂外郑滩村村民
马三明个户管理的耕地内，致使2014年栽植的15000株杏树苗被淹。陕西未来能
源化工有限公司煤制油分公司随后组织对流出的石蜡进行了清理，对外围墙雨水孔
进行了封堵，由于部分区域绿化带植被茂盛，少量石蜡未清理干净。

属实

属实

属实

榆林市环境保护局榆阳分局已向企业下达了《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于10月29日前降低煤层高
度，不得超过防尘网，同时要对露天堆存的原煤全部采用
纱网覆盖。

榆林市环境保护局榆阳分局对该井场下达了《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以罚款
10万元整。同时，责令该井场停产整治。

榆林市环境保护局榆阳分局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以罚
款10万元整。2018年10月25日，陕西未来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煤制油分公司按照要求对冲出的石蜡全部进
行了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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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访问题
为：绥德县三十米大
道，米兰婚纱旁边院
子每天 3 点至 7 点
进行卤肉时，味道难
闻，直排黑烟。

环境信访问题
为：子洲县水地湾梁
家沟村，原村长个人
养了200头猪的养
猪场，猪粪、尿液污
染环境。

绥德

子洲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米兰婚纱隔壁“熟肉店”前几天在后院临时进行了卤肉制作，工作人员查看时，

卤肉设施已搬至店内。

（一）经查，1.“原村长个人养了200头猪的养猪场”不属实。2.“猪粪、尿液污染
环境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该养猪场由梁家沟村原村长梁德山之子梁成负责，并非原村长本人管理，该养

猪场现养猪约240头，无猪粪、尿液收集处理设施，存在直排现象。

属实

属实

工作人员对“熟肉店”老板进行现场教育，不得在露
天场所进行卤肉制作，不得出现扰民以及直排黑烟污染
环境等情况。后续县城市管理局将持续关注此处的卤肉
环境，确保整改到位。

执法人员现场要求立即整改。目前，养猪场猪粪、尿
液全部清理完毕，并设置了粪尿收集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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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访问题
为：子洲县银海酒店
对面制砖厂，排放废
气、黑烟。

子洲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该公司因天气转冷气温低不宜生产，于2018年10月15日停产至今，现场检查

时，未发现有生产痕迹。该公司利用锅炉蒸汽制砖，除锅炉外该公司再无其它烟囱
排放口。该公司目前已将原燃煤锅炉更换为天然气锅炉，目前正在协调供气。由于
天然气管线未铺设至该区域，因此该公司建设一台燃煤锅炉作为过渡，燃煤锅炉建
有脱硫除尘等污染防治设施。该项目于2016年6月份建成，由于缺乏资金，长期不
能正常生产，2018年7月起开始调试生产，不具备环保三同时验收条件，故暂未进行
环保验收。

不属实
子洲县环保局将加大该制砖厂监管力度，在该公

司正式投入运行后，加快完成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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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访问题
为：神木市三岔煤
矿有限公司。1、矸
石排放在马连塔二
组的山顶上，堆积
如山，高达 100 多
米，压垮了该村村
民山坡树木。2、矸
石滑坡淹没房屋及
工 业 场 地 ，共 计
2900多平方米。严
重影响村民的正常
生活及行走。

神木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二）现场核查情况。
该矿环评批复要求建设2个排土场，其中1#排土场位于矿区北侧，与投诉人投

诉位置一致。排土场用地神木市林业局以神林资临〔2017〕61号、神林资临〔2018〕
11号批准该矿使用林地，属于合法用地。2018年7月27日因该矿旧井采空区坍塌
致使开采项目1#排土场山体塌陷，大量岩石、泥土顺滑坡滚落，形成了一个坡面长
178.95米、宽150米，面积约19468.02平方米的山体滑坡。山体滑坡时岩石、泥土
在滚落过程中将坡面原生长马茹茹（酸刺）、杂草、农耕地及河道两侧生长部分杨树、
柳树和沙棘压毁，同时将该矿原废弃办公楼（约1600平方米）、马连塔村河滩土道路
及庙沟河河道损毁。神木市国土资源局根据原神木县人民政府审批土地《关于孙家
岔镇三岔煤矿补办的批复》(神土字〔2002〕135号)文件证实，被压占的房屋及工业场
地属该矿所有。

属实

（一）整改措施。
1.针对旧矿井采空区坍塌导致开采项目1#排土场山

体塌陷致使马连塔村河滩土道路及庙沟河河道被滑坡土
层、岩石压毁的问题，该矿已与当地村委会、村民于2018
年9月19日签订了修复协议，治理期限为三个月，目前正
在积极进行治理，已完成了治理工程量的三分之一。

2.针对旧矿井采空区坍塌导致开采项目1#排土场山
体塌陷致使坡面原生长马茹茹（酸刺）、杂草、农耕地及河
道两侧生长部分杨树、柳树和沙棘压毁的问题，该矿在孙
家岔镇政府的协调下，已及时对村集体和村民造成的损
失进行了全部赔偿。同时神木市林业局要求该矿在具备
恢复植被条件后，及时对事发地块恢复植被。

（二）处罚及问责情况。
针对该矿排土场配套的环保设施未建成的环境违法

行为，榆林市环保局于2018年10月26日下达了《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处以罚款50万元整。

（上接第一版）

贫困户受益覆盖率70%以上——
苹果树已成为脱贫的“摇钱树”

在“做大苹果产业，致富米脂百姓”已成为全县上
下共识的背景下，近年来，米脂县还紧盯2018年脱贫

“摘帽”和2020年同步建成小康的目标，制定了山地苹
果扶贫专项规划，将贫困户纳进来、带起来。目前，全
县有3675户、9924名贫困群众建成山地苹果园1.23
万亩，夯实了产业脱贫基础。

“苹果是长期产业，收益好，政府支持力度大，
2013年起，我们先后召开7次全体村民大会，最终决
定将村里适宜种植苹果的476亩土地全部栽上果树，
每户平均10亩左右。”米脂县印斗镇常渠村原党支部
书记常本观说，这几年苹果长势一直不错，今年开始
初挂果，效益也会逐渐显现，村民们发展信心都很足。

为充分调动全县农民发展山地苹果的积极性，米
脂县还通过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争取各级项目资金、广
泛吸纳社会资本等方式，建立山地苹果“全过程”的扶持
体系，涵盖了土地整理、果树栽植、后期管护各环节，涉
及到设施配套、技术服务和灾害防治多方面，多数果农
在建园当年实现“零负担”，挂果园基本实现灌溉用水、
动力电源、道路硬化、防雹网、农机具配套“五到园”。

近五年来，米脂县累计投入山地苹果领域的资金
达到3亿元，扶持力度居全省之最。预计到2020年，
全县山地苹果将稳定在25万亩以上，其中挂果面积达
到12万亩，产量达到12万吨以上，果业收入将占到农
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全县农民脱贫致富的
第一大产业。

2017年，米脂还建立了针对苹果产业特殊的劳务
补助机制。凡贫困劳动力从事苹果产业务工的，给予
务工收入30%的补助，每年最高补助8000元。在利
好政策的激励引导之下，广大贫困户积极参与果业生
产发展，建成标准化山地苹果园1.23万亩，全县山地
苹果园每年吸纳本地贫困户务工2.2万人，实现工资
性收入2700万元。

抢抓“一带一路”机遇——
打造陕西山地苹果第一品牌

2013年，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启动实施“吕梁山片
区百万亩山地有机苹果产业化项目”；2018年，《陕西
省果业条例》启动施行，这些政策和项目都为米脂发
展苹果产业带来了机遇。除此之外，每年市财政现代
农业专项资金给予米脂、绥德县扶持1000万元，连续
扶持三年，市本级财政每年安排800万元……

在米脂县大力推进山地苹果产业发展的进程中，
引进陕西果业集团可谓一项重要举措。今年1月成立
的陕西果业集团米脂分公司计划五年投资5亿元，建
设山地苹果产业扶贫基地1万亩，配套建设集万吨果
品仓储、分选加工、交易、物资供应、电商平台于一体
的果品服务体系，解决果业产业链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促进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米脂作为全市率先发展山地苹果的县区之一，
现有山地苹果栽植面积达20万亩，苹果产量逐年递
增。但米脂没有苹果产销的服务中心，更没有大型冷
库和气调保鲜库。”该公司负责人高海斌介绍说，米脂
位于绥德、子洲、横山中间地带，新建苹果产销服务中
心是抢占和带动榆林苹果市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也是做大做强企业的最便捷之路。

除积极利用陕果集团的渠道，通过“借船出海”的
方式建立起稳定高端的销售渠道外，米脂县还把电商
在线销售作为苹果营销的重要途径，搭建“小商品”与

“大市场”的桥梁。
今年1月，由米脂县电商服务中心携手榆林国旅、

青创联盟公司共同举办的“百企帮百村，助力脱贫攻
坚”米脂有礼农特产年货会活动，借助旅游产业创新
电商扶贫方式，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3天时间
里，将山地苹果、米脂小米等特色农产品组成的大礼
包销售近2.2万份，总销售额达到605万元。

此外，米脂县还培养了一支山地苹果“本土化”技
术力量，形成了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米脂试验站为引
领，县为支撑，五大苹果片区为依托，村级专业服务队
为基础的技术服务体系，全县“本土化”技术力量已达
900多人，所有果园都能做到规划选址、土地平整、选
苗栽植、日常管护“一条龙”服务。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生态
环境部29日宣布，第二批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近日将全面启
动，要对山西、辽宁、吉林、安徽、山东、
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等省份开
展“回头看”督察进驻工作。

据悉，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已组建，组长由朱小丹、朱之鑫、吴新
雄、李家祥、黄龙云等同志担任，副组长
由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黄润秋、翟青、赵

英民、刘华等担任，分别负责对山西等
10省份开展“回头看”督察进驻工作。

据了解，第一批对云南、江西等10
省份的督察“回头看”近期结束意见反
馈工作。督察组向各地反馈了“回头
看”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少地方被通
报存在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的现象。

根据要求，“回头看”将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重点督察经党中央、国务院
审核的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方案落实情况；重点盯住督察整改不
力，甚至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
改以及“一刀切”等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不作为、滥作为的问题；重点检查列入
督察整改方案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及
其查处、整治情况；重点督办人民群众
身边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情况；重点督
察地方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严肃责任追究情况。

同时，“回头看”还将针对污染防治

攻坚战7大标志性战役和其他重点领
域，结合被督察省份具体情况，每个省份
同步统筹安排1个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
察，采取统一实施督察、统一报告反馈、
分别移交移送的方式，进一步压实责任，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强大助力。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将分别设立联系
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省份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将启动


